
110年幼兒園健康促進擴大試辦計畫幼兒園名冊 
 

110年幼兒園健康促進試辦幼兒園共計 95園：新辦園 73

園、續辦園 22園。 

 

一、110年新辦幼兒園共計 73園 
編號 縣市 幼兒園名稱 

1 新北市 新北市立萬里幼兒園 

2 新北市 雙溪區上林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3 新北市 平溪區菁桐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4 新北市 三峽區大埔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5 新北市 三芝區三芝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6 新北市 萬里區大坪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7 新北市 新北市福營非營利幼兒園 

8 新北市 新北市文仁非營利幼兒園 

9 新北市 新北市私立育苗幼兒園 

10 新北市 新北市私立宏幼幼兒園 

11 新北市 新北市私立夢不落幼兒園 

12 桃園市 桃園市立中壢幼兒園 

13 桃園市 桃園市立桃園幼兒園 

14 桃園市 桃園市立中立高鐵幼兒園 

15 桃園市 桃園市立蘆竹幼兒園 

16 桃園市 桃園市立平鎮幼兒園 

17 桃園市 八德區瑞豐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8 桃園市 桃園市楊光非營利幼兒園 

19 桃園市 桃園市外社非營利幼兒園 

20 桃園市 桃園市私立千心幼兒園 

21 桃園市 桃園市私立璞育幼兒園 

22 台中市 台中市立南屯幼兒園 

23 台中市 南屯區文山國小附設幼兒園 

24 
台中市 

台中市樹德非營利幼兒園  (委託財團法人三之三生命教育基

金會辦理) 

25 台中市 台中市私立立盈幼兒園 

26 台中市 太平區車龍補國小附幼 

27 台中市 大里區草湖國小附幼 

28 彰化縣 彰化縣溪州鄉立幼兒園 



29 彰化縣 鹿港鎮鹿東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30 彰化縣 溪湖鎮湖北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31 彰化縣 田中鎮田中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32 彰化縣 永靖鄉永靖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33 彰化縣 社頭鄉崙雅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34 彰化縣 彰化縣育民非營利幼兒園 

35 
彰化縣 

彰化縣大西非營利幼兒園  (委託社團法人彰化縣樂說多元專

業服務發展協會辦理) 

36 彰化縣 彰化縣私立嘉年華幼兒園 

37 彰化縣 彰化縣私立和平幼兒園 

38 彰化縣 彰化縣私立青青幼兒園 

39 嘉義縣 朴子市大同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40 嘉義縣 朴子市大鄉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41 嘉義縣 朴子市雙溪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42 嘉義縣 布袋鎮新塭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43 嘉義縣 民雄鄉三興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44 嘉義縣 鹿草鄉下潭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45 嘉義縣 溪口鄉柴林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46 嘉義縣 水上鄉忠和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47 嘉義縣 竹崎鄉鹿滿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48 嘉義縣 阿里山鄉茶山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49 嘉義縣 阿里山鄉山美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50 嘉義縣 嘉義縣私立真善美幼兒園 (民雄) 

51 嘉義市 精忠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52 嘉義市 垂楊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53 台南市 台南市立歸仁幼兒園 

54 台南市 北區文元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55 台南市 柳營區果毅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柳營) 

56 台南市 鹽水區竹埔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鹽水) 

57 台南市 官田區嘉南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六甲區) 

58 台南市 台南市西拉雅非營利幼兒園 (麻豆) 

59 台南市 台南市私立法源幼兒園(學甲) 

60 台南市 市立第一幼兒園 

61 台南市 東區博愛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62 台南市 仁德區仁和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63 台南市 仁德區長興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64 高雄市 大寮區忠義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65 高雄市 楠梓區右昌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66 高雄市 仁武區八卦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67 高雄市 高雄小港非營利幼兒園 

68 高雄市 高雄私立育生幼兒園 

69 高雄市 高雄私立吉米亨利幼兒園 

70 花蓮縣 花蓮市明廉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71 臺東縣 臺東市新生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72 臺東縣 太麻里鄉大溪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73 臺東縣 達仁鄉安朔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二、109年續辦園共 22園 

編號 縣市 幼兒園名稱 

1 台中 臺中市私立上楓非營利幼兒園 

2 台中 臺中市大肚區大忠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3 台中 私立立人幼兒園 

4 台中 兒幼幼兒園 

5 台南 佑幼幼兒園 

6 嘉義 嘉義市立吳鳳幼兒園 

7 嘉義 嘉義市私立桑尼種子幼兒園 

8 嘉義 嘉義市立復國幼兒園 

9 台南 臺南市私立示範幼兒園 

10 台南 臺南市私立美士堡幼兒園 

11 台南 社團法人台南市基督教青年會附設臺南市私立青年會幼兒園 

12 台南 小咪咪幼兒園 

13 高雄 高雄市彌陀國小附設幼兒園 

14 高雄 高雄市私立童心藝術幼兒園 

15 台南 臺南市私立哈佛幼兒園 

16 台南 鹽水區月津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7 台南 台南貝特幼兒園 

18 嘉義 私立貝萊登幼兒園 

19 高雄 蚵寮非營利幼兒園 

20 高雄 恆青幼兒園 

21 高雄 高雄市林園區王公國小附設幼兒園 

22 新北 八里國小附設幼兒園 

 


